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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6成投诉对象是家用轿车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我国汽车保有量保
持着高速增长态势。中消协相关负责人介绍，据公安
部交管局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为
2.17亿辆，比 2016年底增加 2304万辆，增长
11.85%。汽车消费在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的同时，
也出现了一批消费权益争议问题，影响了消费者的
购车和用车体验。

2017年，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与咨询信息系统
共录入汽车产品(含零部件)投诉20474件，比2016
年增加5227件，增长率为34.3%。全年投诉案件共
受理19348件，受理率为94.50%，其他为不受理、待
受理或移转案件。

受理的案件中，达成调解协议13931件，未达成
调解协议2445件，消费者撤回投诉503件，投诉解
决率68.88%，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92亿元。

2017年所有汽车产品投诉中，65.32%的投诉对
象是家用轿车，占比最大，其次是汽车零部件，占比
25.77%。从全年汽车投诉案件分布情况看，下半年
的投诉量相对较高，其中9月份作为汽车销售的黄
金期也是汽车相关投诉的高峰期，投诉量占全年的
18.20%。

从投诉涉及的品牌看，长安福特被投诉850次，
排名第一；一汽大众被投诉806次，上汽大众被投诉
712次，分列第二、第三名。不过，此投诉数值为绝对
值，因各品牌汽车产品的销售量和保有量不同，消费
者应综合考量。

从被投诉汽车前十大品牌看，投诉均以不履行
三包义务、合同违约行为及产品性能三大问题为主，
其次是不履行售后承诺和商品不合格问题。从具体
问题看，前十品牌被投诉问题主要集中在发动机故
障、涉嫌欺诈、强制保险和变速箱故障。各个品牌主
要问题略有差异，例如奥迪汽车的驾驶室异味和奔
驰汽车的轮胎磨损等问题投诉量较高。

不履行“三包”义务问题较突出

根据数据，汽车经营者的售后服务、合同及质量
问题被投诉占比较大，分别为30.59%、22.19%和
20.40%，三项合计占投诉总量的70%以上。

具体来看，涉及售后服务问题的投诉主要包括：
不履行“三包”义务，占售后问题比重为31.20%；不
履行售后承诺，占售后问题比重为18.39%；同一质
量问题多次维修，占售后问题比重为7.28%；“三包”
期内收费修理，占售后问题比重为5.31%。

去年全国汽车产品投诉受理率达94.5%
售后服务成汽车投诉主要问题

2017年4月23日，消费者程先生与天津
市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商家）订购
了一款白色SUV汽车，并交付订金1000元，
双方约定两日内提车。提车时，程先生发现该
车辆保险杠雾灯处有破损，便向商家提出了
换新车或退订金的要求，遭到商家拒绝。程先
生向天津市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调解。

经消协工作人员调查确认，提车当日，程
先生所订购的汽车保险杠雾灯处确实存在破
损问题，双方在协商解决过程中，一直未能达
成一致意见。依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
退货责任规定》第十一条“销售者应当建立并
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家用汽车产品
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和其他标识”和第十二条
第一款第三项“当面查验家用汽车产品的外
观、内饰等现场可查验的质量状况”的规定，
商家未做到进货查验义务，程先生对车辆外
观进行检验，发现质量问题，有权利要求商家
调换新车或退还订金。经调解，商家退还程先
生购车订金1000元。

■案例

新车外观存在瑕疵
消费者有权退订金

随着经济的发展，汽车越来越多地走进寻常人家，与此同时，面对无法轻易解
决的汽车产品问题，投诉也成为消费者的一大渠道。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全
国消协组织受理汽车产品投诉情况分析，分析显示，售后服务成为汽车产品投诉的
最主要问题，长安福特、一汽大众和上汽大众成为2017年汽车投诉量前三名。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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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租售
招生招聘

聘市场部经理：2名；储备
店员：3名；会计：2名；库管：1
名；行政人员：1名；售后人员：
3名（会驾驶优先）。
电话：18981456888（徐先生）

东鹏瓷砖 TOTO卫浴

通川区西外黄金位置底
楼七百多平方米豪华餐厅
（火爆经营中）低价转让，接
手即可经营，有意者请联系
15983880777冯女士。

餐厅转让

商用房出售
通川桥北头人行天桥

处临街 3楼一商用房出
售，街面无行道树遮挡，
363平方米，实际使用面
积500余平方米，双证齐，
中式精装，价格面议，可按
揭。电话：13079099977
张先生

招 聘
达州市达康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因业务发展需
要招聘以下人员：1、建筑
施工项目经理一名（男性、
年龄50岁以下、有二级建
造师资格证）；2、会计一名
（大专文化、熟悉房产开
发、有会计师资格证）。工
资面议。
联系电话：13330823331

好消息
草莓大量上市，欢迎采摘！

地址：西外十里水街前行100米
电话：15606529777

喜洋洋草莓采摘园

荷叶街206号原茶真香
茶楼出租，面积约 700平方
米，无转让费，价格面议。
联系电话：13882858328

15181802177

茶楼出租

达州市通川区文华街转
转楼二楼17、18号铺面出租
（价格面议，无转让费）。

电话：18908246168

门市出租

有林业规划、调查、设计
资质的公司一家。

电话：13982838235

求转让 四川省达县立志建筑有限公
司聘熟悉办公软件、有一定文
秘基础的办公行管人员一
名。30—40岁，大专及以上学
历。265943318117923088

诚 聘

达州市嘉兴实业有限公
司招焊工、卯工、钳工、车工、
门卫、杂工、学徒工。年龄
18—50岁。待遇面议。

电话：26699662662858

招 聘

我单位门市位于
南外西环路775号（天
府明珠小区门口），面
积 461.42m2，现招租，
无转让费，2018年3月
7日至23日接受报名。

电话：2389540
2376119

门市招租

达川区南外繁华地段有
幼儿园寻求合作，口碑好，生
源足，有意者请联系，非诚勿
扰。电话：15298135578

寻求合作伙伴

南外一大型火锅店，约
1000平方米，火爆经营中，现
诚意转让。

电话：18981499588

火锅店转让

位于翠屏路131号，面积
39.4平方米，两证齐全，价格
面议。现闺蜜内衣租用。

电话：13908248923

门市急售

达州市通川区凤凰头一
1300平方米茶楼兼火锅店转
让，设施设备齐全，接手即可
经营。13989164555王女士

13350788222李女士

茶楼转让

南外万达路13号两个门
市，面积各28.48平方米，带租
约出售。电话：18080151937

门市出售

西客站下行200米有6个
门市单个出售或出租（1-6号
每个门市面积约60㎡），价格
面议。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租出售

张家湾有一宾馆（面积
2000平方米左右）现正在经营
中，因业主外出发展需转让。
电话：13882867777

13518250168

宾馆转让
通川区委对面临街门市

四间（约300m2，带玻璃橱窗）
对外出租。有意者请联系
18123196270陈女士。

门市出租

百年堂中医馆招聘
营业员两名，工资面议。

电话：13908248923

招 聘来凤路（中心广场旁）临街
五间门市（约400m2）对外出
租。适宜银行、金银珠宝、高
档服装、床上用品、移动通讯
等经营。电话：13183598851

门市出租

翠 屏 路 中 段 一 面 积
700m2门市优价整体转让、不
含设备转让皆可，价格面议。

15700501597李先生

门市转让

通川区院棚巷大厦2—6
号门市对外整体出租，有意者
请于2018年3月19日前持身
份证到达州市社会福利院办
公室报名。0818—2186100

门市出租

复兴中环花园有房屋三
套，现特价出售。单价：3280
元/平方米。
联系电话：15984750555

房屋出售

达州新阳光医院招聘麻醉师
1名，检验士1名。有意者面
谈。电话：13086339988

13330838111

招 聘
市内凤凰头一特色餐饮

店转让，面积约300平方米。
客源稳定，租金便宜。非诚
勿扰。电话:18381925162

旺铺转让

工程助理一名，男，大专以上学
历，30岁以下；私家车司机一
名，驾龄三年以上，退伍人员优
先，35岁以下。工作地点：南
外。电话：13548296888

招 聘

黄家坝大桥前行300米
一厂房出租，4600平方米，水
电齐全，住房14间，可安装航
吊，交通方便，拖挂车可进出。
电话：18282211567刘先生

厂房出租

1：南城新达路恒大品城一独
立5层楼，面积1200余㎡，可
用于餐饮、酒楼、宾馆、会所
等，现整体对外出租。电话：
1377833443315983864087
杨先生。2：南城好吃街“花样
年华”三楼，面积1300㎡，可
用于餐饮、酒楼、宾馆、会所
等 ，现 整 体 对 外 出 租 。
1377833443315983864087
吴先生

商铺招租
位于翠屏路175号（原达

县中医院）整栋楼对外出租。
联系电话：13989166668

商用楼出租

大西街金地阳光（现致青
春茶楼）三楼商用房整体出
租，1500m2，双证齐。
电话：18282222290

商用房出租


